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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松田忍（1976~），為 2008 年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博

士，現擔任昭和女子大學人間文化學部歴史文化学科准教授，專攻日本

近現代史。主要論文有〈大正 11 年農會法改正と郡制廢止〉1、〈帝國農

會の政治社会史的研究─販売斡旋事業統合から「農会改新案」まで〉2、

〈「農家経営改善事業」推進派の成立―1920 年代農政における「経営」

問題の浮上の視点から―〉3、〈二・二六事件と農政運動の組織化—帝

国農会の変容と関西府県農会連合・大日本農道会〉4 以及大門正克編著

《新生活運動と日本の戦後》一書第一章〈新生活運動協会── 1940 年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以及指導老師吳文星教授惠賜許多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班研究生

1 松田忍，〈大正 11 年農会法改正と郡制廃止〉，《史学雑誌》第 113 卷 10 號，2004 年 10 月，

頁 1721-1743。
2 松田忍，〈帝国農会の政治社会史的研究—販売斡旋事業統合から、「農会改新案」まで〉，

《史学雑誌》第 115 卷 8 號，2006 年 8 月，頁 1361-1390。
3 松田忍，〈「農家経営改善事業」推進派の成立―1920 年代農政における「経営」問題の浮

上の視点から―〉，《日本歴史》第 669 號，2008 年 4 月，頁 56-72。
4 松田忍，〈二・二六事件と農政運動の組織化—帝国農会の変容と関西府県農会連合・大日

本農道会〉，《史学雑誌》第 119 卷 7 號，2010 年 7 月，頁 1241-1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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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後半から 1960 年代半ば──〉、終章〈総括と展望〉等 5。

松田氏就讀東京大學文學部期間參加近代讀書會即開始注意到日本

近代農會之課題。其後，撰寫博士論文時，從農會與政黨或官僚，乃至

與地方上展開的各運動之關係去探討農會。本書係 2008 年 7 月 10 日提

出的博士論文〈「農業者團體」系統農會與近代日本（1900 〜 1943）〉

修訂而成。本書除了緒論、第一章、第五章、結論外，其餘各章已先後

發表在《史學雜誌》、《日本歷史》等日本代表性的學術期刊。本書之

構成如下：

緒論    近代日本系統農會的位置

第一章　系統農會之成立

第二章　1922 年農會法修訂與郡制廢除

第三章　「石黒農政」與農家經營改善指導事業

第四章　 政黨內閣時期農政運動再編──帝國農會與府縣農會之動

態　　　　

第五章　新農會法之在地接受──以千葉縣山武郡源村為例

第六章　「農業經營改善事業」推進派之成立

　　　　　──由 1920 年代農政「経営問題」出現觀之

第七章　向帝國農會之販賣斡旋事業統合

　　　　　──從販賣斡旋事業統合到「農會革新案」

第八章　二二六事件與農政運動之組織化

　　　　　──帝國農會之變革與關西府縣農會聯合、大日本農道會

第九章  因應戰爭時期農業團體之整合

結論

關於本書主題「系統農會」之指涉，作者表示可溯至 1870 年代後期

以降日本各地民間成立的農談會。因在法制上存在著帝國農會、府縣農

會、郡市農會、町村農會，下級農會分別成為上級農會之會員，構成系

統的議決機關，故一般總稱為「系統農會」。農會的功能在於使農業者

共同擁有生產、流通、販賣等之知識和技術，並具有農政運動團體的性

5 大門正克編著，《新生活運動と日本の戦後》，（東京：日本経済評論社，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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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作者表示，當我們思考近代日本中央與地方（主要是農村）之關係

時，系統農會實居於不容忽視的位置。關於本書問題意識，作者鑑於向

來研究者尚未釐清戰前日本農會與政黨制度的關係，於是以政治史的視

角切入，爬梳新史料以究明農會與政黨之間長期的互動關係及其變化，

闡明農會在近代日本政治史之角色和意義。

本書作者之所以能分析連接國家與農業生產者之線路究竟是以什麼

目的、什麼組織而形成，在於農會關係史料狀況顯著的改善。1990 年代

以降因松山大學圖書館川東竫弘之盡力，原帝國農會幹事岡田溫（1870-
1949）及其子岡田慎吾個人史料以「岡田文庫  農政關係資料」、「岡田

慎吾農政關係資料」被公開。「岡田文庫」係以第一次（1992）、第二

次（1993）所接受的刊行資料為主，第三次（2003）所接受的資料包含

帝國農會內部資料、統計基礎資料、岡田溫日記（1892-1949）、便箋、

信函等史料一萬數千件。上述史料十分珍貴，自不待言。作者主要根據

這些史料，並充分加以活用。

第一至第九章以政治史之脈絡論述農會之設立以迄廢除。作者表示

透過此一考察將達成以下兩大目標：其一、呈現戰前政黨政治成立之同

時，究明系統農會法制化及其強化，扮演輔助政黨制度之角色。其二、

究明擁有農業專門技術者之動向在近代日本政治史之位置。結論進而申

論近代日本系統農會之意義。茲介紹本書內容要旨如下。

二

第一章探討農會法制定之過程。1899 年制定農會法 6，翌年 4 月 1 日

起農會正式依據法制度而運作。農會法案於 1891年向國會第 2議會提出。

其目的在於追認當時郡以下的行政單位所成立的農會，將之置於府縣和

郡的管理下。最後，通過的農會法所規定的農會，已不是上述「農談會」

之組織。系統農會設立之初，其本質乃是一元化管理和普及農業技術及

6 為何農會法制化始於 1899 年？作者認為背景有三：其一，為了獲得貨幣或防止貨幣流失，很

需要農產品的增產，因而產生技術指導團體之需求；其二，近世以來老農傳承的農法經過科

學性考證之結果，此時正好確定哪些是該留下的；其三，從事農業者本身熱心追求農業新知

識及改革農業技術。松田忍，《系統農会と近代日本　1900-1943 年》，頁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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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重要的，在於開始形成連結中央與個別農業經營者之管道。至於

系統性組織之規定，則訂入 1900 年發布的農會令中。成為其後半世紀日

本農會之特質。

第二章探討因廢除郡制而制定的 1922 年「新」農會法之意義。作者

指出政友會在郡制廢除之際即提出將郡的必要事業由農會繼承之方針，

亦即是已意識到農會法之修訂。另一方面，對實際推動農業獎勵的農商

務省而言，郡制廢除乃是一大問題，因此，農商務省所採之方針為一面

透過農會法之修訂，認可會費強制徵收 7；一面透過町村農會「總代權」

之引進，承認其為公法人，謀求強化農會之公性格，給予農會作為郡單

位的農事獎勵之實行團體的地位。

第三章作者重新探究 1920 年代以迄 30 年代之所謂「石黑農政」8，

論述對石黑忠篤為中心的農商務省官僚而言，「新」農會法是否係具體

規定系統農會應負責什麼事業之法律。「新」農會法實施之後農會之事

業目的改為「農業指導」。就具體的事業重點觀之，1900 年代可以改善

「生產」，1910 年代可以改善「流通」，但作為 1920 年代特色的關鍵

詞毫無疑問為「經營」。這是本乎最重要的在於指導農業經營和農家生

活之想法。其技術的特質乃是從向來的稻米增產求變、重視農家經營的

均衡之技術體系。其背景為即使國家介入個別農家的經營技術有所困難，

仍決定為之。石黑農政最重要的項目為農家經營改善事業，設想以系統

農會負責該事業，趁著廢除郡制、郡役所之機推動農事指導事業一元化。

第四章首先指出以中川滋治、大石齋治、內藤友明等農業經營者為

中心在全國各府縣設立「農會之別動隊」，以有志之士的政治運動之樣

貌呈現推動農政運動之農政俱樂部的活動，尤其是將其組織化之過程。

7 農會法修訂前，政府給予農會的補助金甚少，而農民「自動繳交的」會費則大多未繳納，以

致農會陷入嚴重的經費不足。因此，對農會關係者而言，取得會費強制徵收權，使農會的活

動興盛，乃是修法的首要目的。另一方面，農商務省農務局雖承認農會存在的意義，但對授

予農會會費的「強制徵收」之權限則感到為難。蓋恐怕農會誤用公法之權限，反而傷害「農

家的利益」。結果，農會法修訂案雖認可會費的強制徵收，但附加關於會費之運用須由農商

務省指導之條件，以期獲得貴族院通過，松田忍，《系統農会と近代日本　1900-1943 年》第

二章。

8 關於「石黑農政」之樣貌，作者補強向來的研究並加以說明。引用庄司俊作之看法說明「石

黑農政」之核心，指出其專長在於租佃問題對策，以及農村經濟更生運動，松田忍，《系統

農会と近代日本　1900-1943 年》，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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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充分利用「岡田溫日記」，釐清 1920 年代農會的農政運動之實際

情況。指出米投賣防止運動 9 後系統農會的會議配合帝國議會會期召開，

而與政黨的動向和步調相一致，並常態化；在此一被認為人事上「農會

政黨化」時期，帝國農會會長改選過程並沒有私下先講好的痕跡；農會

雖慎重地與各政黨保持距離，但仍可略窺其與執政黨的政友會之關係。

第五章以千葉縣山武郡源村為例，論述地方社會如何利用「新」農

會法下的農會。源村缺乏資源，但以村民齊心協力達成地方改良，曾於

1903 年被內務省評定為日本三大「模範村」。 然而，1910 年前後，由

於各種選舉的預選方式等原因，該村的秩序漸漸地瓦解。推動源村自治

的「睦會」成員為了調整村民的利害以恢復秩序，乃透過「新」農會法

下的系統農會，致力於尋求必要的新「公正性」。

以上述地域社會訴諸於村農會為背景，作者指出，根據 1923 年 1
月 1 日實施的「新」農會法，市町村農會乃是以轄區內從事農業者為會

員，地主和佃農是處於平等的地位；並以總會作為議決機關。因此，擁

有 100 名會員的市町村農會，可以透過普通選舉選出代表組成總代會。、

第六章討論 1920 系統農會最高組織帝國農會對農會之運用有什麼樣

的構想？提到在該會規劃農會運用的兩個重要人物：東京帝國大學農科

大學教授那須皓及帝國農會幹事岡田溫 10。雖然他們兩人原本對以地主佃

農問題為中心的階級問題之看法不同，不過後來看法一致，主張負責農

業經營指導的農會不適合處理地主佃農問題。

9 米投賣防止運動是系統農會最早公然推動的農政運動。1920 年春以降，因恐慌而導致一般物

價下跌，主要的農產品尤其是米、蠶繭價格暴跌。不過，肥料、生活物資等加工品則相對的

維持高價，農民陷入苦境。為了因應此一情況，最初由府縣農會主導展開的地方性運動，變

成由帝國農會主導而動員基層農會的全國性運動。由於農會組織不統一且欠完備，導致運動

的結果歸於失敗。詳閱農業發展史調查會，《日本農業發展史》第 7 卷（東京：中央公論社，

1955 年），頁 237-238；栗原百壽，《栗原百壽著作集第 5 卷 農業團體論》（東京：校倉書房，

1979 年），頁 192-208；玉慎之介，〈系統農会による米投売防止運動の歴史的性格――岡山

県の分析を中心に〉，收於《岡山大學產業經營研究會研究報告書》第 23 集（1988 年 5 月），

頁 1-30。
10 那須皓係 1920 年代代表的農政學者，以石黒忠篤的智囊而活躍，同時，以勞工的顧問出席第

三屆 ILO（國際勞工組織）總會，並以帝國農會顧問對農會運用問題提出許多建議。岡田温

係帝國農會幹事，以農業技術者身分在農業指導現場將「石黑農政」之理念付諸實現，占有

不可或缺之地位。松田忍，《系統農会と近代日本　1900-1943 年》，頁 220，兩人之事蹟和

經歷詳見該書頁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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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 年，兩人對於階級問題提出不同的意見。11 其後，1926 年那須

氏建議著手系統農會農家經營改善事業。其撰文表示因地主並非農業者，

故應從作為農業者團體的系統農會中加以排除，修訂農會法，使農會純

然以農業經營者組成，會費亦僅向農業經營者徵收。必要時，分別成立

佃農、地主團體，相互對立也沒關係。亦即是，將農家經營問題與階級

問題切割，解除系統農會的階級問題。當時，針對那須氏的建議，岡田

氏亦提出看法，認為系統農會之目的在於增進農業經營者之福利，儘管

農會的會員應以農家經營者為對象，但從農業改良的「間接受益者」而

言，也可以容許地主為會員。另一方面，則反對農會介入地主佃農問題。

蓋因若農會會員發生利害衝突，農會全體將成為爭議的當事者而陷入機

能不全。岡田氏為避免農會捲入爭議、尋求農業者之利益（即農業經營

改善），乃在乎農會本身的機能。作者指出，其變化為兩個人都對於系

統農會展開之農業經營改善事業有很大的期待，因此各自開始將經營指

導和階級問題分開思考的結果。

第七章探討系統農會作為直接指導農家的團體之理念如何落實。向

來各府縣農會聯合經營的販賣斡旋事業，於 1929 年依農林省農務局之

意向在帝國農會主導下統合作為契機，農家經營改善指導（「生產合理

化」）和販賣斡旋事業（「流通合理化」）一起被考量。然而，其後在

因應蠶絲業組合法中鞏固優先安定農家經營的帝國農會之立場。12 帝國農

會幹部為了實現本身的構想，不得不考慮強化和改革系統農會組織。正

因為如此，1931 年 3 月 31 日第 59 議會結束後，帝國農會幹事岡田溫隨

即開始草擬改造農會之案，其後，提出「農會改新案」，獲得幹事們之

支持。此一「農會改新案」從與事業相關聯說明了「新」農會法制定之

11 1921 年第三屆 ILO 總會討論租佃組合權之際，岡田氏抱持與日本政府相同的看法，認為佃農

並非農業勞動者，日本政府沒有認可租佃組合權之義務。相反的，那須氏則在會議上主張政

府有權認可租佃租合權。作者指出當時兩人對地主佃農關係為中心的階級問題之理解不同。

詳見松田忍，《系統農会と近代日本　1900-1943 年》，頁 220-221。
12 1931 年，政府為了農業的長久安定，向第 59 議會提出蠶絲業組合法案。像這樣制定法律對帝

國農會幹部產生大衝擊。他們視為問題者乃是農會的「販賣統制」＝「生產統制」的「統制」

與蠶絲業者的「統制」迥然有別，而且蠶絲業者之「統制」原理引進農村將產生混亂。他們

認為安定農家經營最為重要，養蠶業不過是農家經營的一部門，其統制並非為了養蠶業之發

達，而是為了農家經營之安定，松田忍，《系統農会と近代日本　1900-1943 年》，頁 253-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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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為何系統農會必須以幾乎網羅所有農民和町村之形態而成立。顯示該

案設想以郡農會作為農會指導事業的基本團體，在郡與町村以下的農會

之間進行「販賣統制」和生產指導，係為了一元化指導販賣和生產的組

織改革構想。

第八章作者論析二．二六事件後系統農會性質之變化及內部制度之

變革。1930 年代以降帝國農會對農政運動之立場產生劃時代的變化，其

中心為關西府縣農會。13 1936 年在第 69 議會中，帝國議會展開史無前例

的活動。此次議會重要的目的在於米穀自治管理法、蠶繭處理統制法、

重要肥料業統制法三法案之制定，14 這些都是有關改善農業經營之重要法

案。三法案制定後，岡田溫開始推動實現帝國農會部制改革計畫。二．

二六事件後，關西府縣農會與向來首重農家經營改善事業帝國農會之關

係產生顯著的變化，當各政治勢力向議會集結的洪流中，帝國農會接受

關西府縣農會之要求而全面投入政治運動。以「農政部」之設置為代表

的制度變革中，在人事上引導 1920 年代以來的農家經營改善事業、販賣

斡旋事業路線的岡田溫等老幹部也被淘汰了。

第九章探討帝國農會配合戰爭重編到最後廢除的情形。戰爭期間於

1940 年第 75 議會進行關於農會法的大修訂。15 戰爭期間為了因應增產的

要求，系統農會進行重編一事，顯著化與負責農產品供給、農業資材配

給的產業組合系統之競合關係。其意義似乎是廢除郡制 / 郡役所以降居

於農林省獨自指導網之位置的系統農會被廢除，農業團體再被置於內務

行政的影響下。另一方面，不容忽視的，此一時期農業團體本身的機能

亦產生質變。作者指出當時系統農會事業骨幹的經營改善之方向性被否

13 以關西府縣農會為母體的產業技術者謀求政治性結集，成立政治團體大日本農道會。該會維

持與右翼勢力之關係的同時，尤其是增加以系統農會技術者為中心的會員，進而向帝國農會

要求對農業者政治的、精神的組織化。不過，二．二六事件前帝國農會和部分的農會技術者

與關西府縣農會連合、大日本農道會仍保持距離，持續主張繼續從事 1920 年代以來系統農會

對農業者所積極致力的經濟指導，松田忍，《系統農会と近代日本　1900-1943 年》，頁 279-
292。

14 各法案分別與防止米價低落、實現蠶繭的「公正」價格、降低肥料價格有關。

15 當時提出的修訂案之要點如下：將農會該做的事業置於「農業之指導獎勵及統制」、行政長

官必要時得對農會發布關於統制相關設施之命令、行政長官得下令市町村農會會員服從「統

制」、將市町村內存在的各種農事實行組合加入市町村農會等，松田忍，《系統農会と近代

日本　1900-1943 年》，頁 31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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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規定農業應根據國家的要求而經營，農業團體之角色變成本乎對農

業者團體（向一定方向）之統制而傳播農業技術，1920 年代以來系統農

會所構築的技術員網絡不再被認為有用。雖然還有關於農業團體內涵意

義之攻防，以及關於内務行政與農業團體之分掌等問題，但農業團體法

仍獲通過，自 1943 年 9 月 15 日起實施。27 日，中央農業會設立總會，

以酒井忠正為會長、小池權一位副會長；30 日，解散帝國農會。

結論總結全書內容之後，進而考察近代日本系統農會的意義。作者

指出，戰前日本，地主、自耕農、自耕佃農、佃農等許多小規模直接生

產者普遍獨立存在著，造成不穩定的狀態，不可避免的，乃提出以他們

為對象的政策，進行對他們之指導。作者指出在此一狀況下系統農會始

終存在直接對農民產生影響力的管道。系統農會本身亦具有成為代表農

業利益的政治團體之一面。帝國農會認為，優先推動經營指導下仍留下

的法制上問題透過政黨、農商務省（農林省）、帝國農會三者協議以謀

求解決。此一看法乃是以政黨政治之成立為背景。亦即是，透過政黨政

治與系統農會結成互補關係帶來日本國內安定之構圖。

三

本書自 2012 年出版以來已經過四年，在日本國內已有幾篇書評，筆

者參考這些書評的意見，並提出個人的看法和展望。伊藤淳史明確地指

出本書之特色，亦即是「利用岡田溫史料等一手資料，詳細分析系統農

會之動向」。16本書作者也表示，系統農會史研究在日本近現代史研究中，

無論是政治史、經濟史領域，或是社會史、運動史領域均具有值得進入

且景緻甚佳的位置，然而，向來受限於資料，使得投入研究者始終難以

突破，直至找到岡田溫資料才出現契機。17 松田氏以自大學時代以來長期

接受近代日本政治史實證研究方法之訓練，小心地解讀和闡釋一手資料，

利用專業知識進行挖掘史實的工作，適當地處理特殊資料，而產生有特

16 伊藤淳史，〈書評　松田忍著『系統農會と近代日本　1900-1943 年』〉，收於《史林》96:2 
（2013.3），頁 124。

17 松田忍，《系統農会と近代日本　1900-1943 年》，頁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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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研究。

例如本書第七章進行系統農會的上層機構帝國農會的內部分析，其

中，第三節 1931 年岡田溫所提出的「農會革新案」首次被究明。之所以

有此新發現，的確得力於上述岡田溫資料。18 松田氏利用岡田溫資料時，

該資料仍處於未整理、未刊行之狀態，19 閱讀龐雜的資料內容，以及理解

資料之背景和意義，實在不容易。又如第八章松田氏仔細利用資料中之

書信，重建並檢討二．二六事件導致系統農會性質之變化過程中帝國農

會內部複雜的人際關係之動向，客觀地全面探討從公的見解到私的動態，

徹底貫徹實證主義。像這樣，作者利用特殊資料，進行客觀且忠實的實

證研究，率先完成系統農會內部之考察，乃是本書最大的特色。

松田氏以政治史的視角切入，充分利用岡田資料，究明政治與系

統農會之關係，同時關注中央政治與系統農會的上層機構，以及地方政

治與郡農會、町村農會等系統農會的下層機構之關係。例如第五章探討

1922年農會法改正後農會在地方上角色之變化，呈現農會法改正的目的、

「新」農會法的理念與接受實況之不同。其關照面十分周延，且做了細

緻且平衡的探討。無怪乎，野本京子的書評形容本書為「勞作（精心著

作）」20。

如上可知，本書努力貫徹其問題意識，戰前系統農會與政黨制度的

關係，對系統農會史研究有突破性的貢獻。正如野本京子、伊藤淳史兩

人所指出的，本書究明農會與政黨政治、地方行政之關係，指出系統農

會扮演輔助政黨政治之角色。21

至於本書尚有一些不逮或可進一步探討之處如下：首先，關於作者

在緒論和結論中提及本書的關鍵詞為「經營」、「生活」，野本京子、

伊藤淳史兩人均指出，關於「經營」雖在本文中已有觸及，但可惜的關

18 松田忍，《系統農会と近代日本　1900-1943 年》，頁 242。
19 參閱松田忍，《系統農会と近代日本　1900-1943 年》第七章註釋３。

20 野本京子，〈書評と紹介　松田忍著『系統農會と近代日本　1900-1943 年』〉，收於《大原

社會問題研究所雜誌》661（2013.11），頁 79。
21 野本京子，〈書評と紹介　松田忍著『系統農會と近代日本　1900-1943 年』〉，頁 79、伊藤

淳史，〈書評　松田忍著『系統農會と近代日本　1900~1943 年』〉，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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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生活」與系統農會之關係則未有討論。22並指出有些固有名詞、年代、

重要人名等明顯的有錯誤。23 以上缺失可能是作者單純的疏失，但因而造

成讀者有所誤解，實有必要於再版時改正。

其次，第三章論述東京帝國大學農科大學農學科實科畢業生之動向，

佐藤正志的書評認為是本書重要的成果之一。24 本書的目的之一為究明

「農業技術者的動向在近代政治史的位置」，因此，作者以一節的篇幅

論述他們究竟具有什麼背景。筆者認為如此處理可說相當適切。

作者指出設置不久的「國內最高技術者培育設施」25 之農學科實科

畢業生均勻地分布在日本國內及殖民地朝鮮的中央各省廳、系統農會、

農事試驗場、農學校等機關。近年來關於農業研究者、技術者的背景及

其動態之研究，已指出「札幌農學校」（含其後之東北帝國大學、北海

道帝國大學）出身者特別活耀於殖民地。26 因此，若就殖民地觀之，作為

「國內最高技術者培育設施」的東京帝國大學農科大學農學科實科畢業

生之表現，實有再探討之餘地。目前不少先行研究顯示東京帝大、「札

幌農學校」出身的農業研究者、技術者分別在朝鮮、臺灣和滿洲（中國

東北）等殖民地的農業部門十分活耀，形成「學閥」，推動臺灣、朝鮮、

滿洲等地的農業現代化。

儘管松田氏根據農學科實科的同窗會「講農會」所編的《講農會會

則及會員名簿》，整理出 1924 年 11 月畢業生在日本中央省廳及 47 府縣、

朝鮮 13 道之農業部門、農會、農業試驗機關、農學校任職概況，指出東

22 野本京子，〈書評と紹介　松田忍著『系統農會と近代日本　1900-1943 年』〉，頁 81-82，
伊藤淳史，〈書評　松田忍著『系統農會と近代日本　1900-1943 年』〉，頁 124。

23 野本京子，〈書評と紹介　松田忍著『系統農會と近代日本　1900-1943 年』〉，頁 83，伊藤

淳史，〈書評　松田忍著『系統農會と近代日本　1900-1943 年』〉，頁 126-127。
24 佐藤正志，〈書評と紹介　松田忍著『系統農會と近代日本　1900~1943 年』〉，收於《日本

歷史》（787），頁 123。
25 松田忍，《系統農会と近代日本　1900-1943 年》，頁 96。
26 參閱吳文星，〈札幌農学校と台湾近代農学の展開――台湾総督府農事試験場を中心とし

て〉，收於台湾史研究部会編，《日本統治下台湾の支配と展開》（名古屋：中京大学社会

科学研究所，2004 年）; 井上勝生〈札幌農学校と植民学の誕生〉，收於《帝國日本の学知　

第１巻》（第一章）（東京：岩波書店，2006 年）；田中耕司・今田良一，〈植民地経営と

農業技術――台湾・南方・満州〉，收於《帝國日本の学知　第 7 巻》（第三章）（東京：

岩波書店，2006 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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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帝國大學農科大學農學科出身者分布在日本國內和朝鮮 27。然而，限於

本書的主題，並未進一步說明在朝鮮的畢業生所屬機關和職務，也未說

明為何無人任職朝鮮農會，亦即未進一步分析在朝鮮的畢業生之實況。

事實上，以上是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

本書究竟與日治時期臺灣農會研究有何關係？本書作者以政治史的

視角切入，究明戰前日本農會在近代日本政治史之角色和意義。反觀日

治時期臺灣的農會，日治之初，臺灣總督府引進近代農會，各地陸續出

現農會。1908 年總督府首先頒布「臺灣農會規則」、「臺灣農會規則施

行細則」，臺灣農會開始邁入法制化。翌（1909）年各廳農會改組為法

人團體，全臺設 12 個廳農會，強制農民入會成為會員。1920 年隨著地

方行政區劃調整，實施州廳街庄制度，全臺農會改為 5 個州農會及 3 個

廳農會。農會組織一直為單級制，會長由州廳首長兼任，州廳以下無農

會組織，郡市設支會，街庄設地方委員。1937 年總督府頒布「臺灣農會

令」，建立臺灣農會和州廳農會的二級農會組織制度，會務完全由政府

官員及其認可的民間代表推動，農民雖是會員，卻無權過問會務。1943
年 12 月，總督府，配合經濟統制政策，頒布「臺灣農業會令」，建立一

元化的農業會。將產業組合、畜產會、青菜同業組合、米穀納入組合、

肥料配給組合、農機具製造會社等全部併入農會系統。市街庄的信用、

販賣、購買、利用組合與其他農業、米穀、肥料、青果、畜產、山林、

農機具等產業組合合併，改成市街庄農業會，建立臺灣農業會、州廳農

業會、市街庄農業會的三級組織體制。

由上可知，臺灣的農會乃是日治時期長期存在的組織，其創立和演

變始終與總督府有著密切的關係，因此，將臺灣的農會置於統治政策史

中進行探討可說頗為適切。透過此一視角對農會規則制定的過程、人事

結構、事業實況等進行長期的觀察，相信可以適切究明臺灣的農會係以

何人為中心、農會在總督府和臺灣社會之間的角色為何，以及農會如何

配合殖民統治政策推廣臺灣近代農業等課題。

綜括而言，本書可說不僅是開啟近代日本系統農會研究新天地的佳

作，並帶給日治時期臺灣農會研究不少啟示和參考。用是，特加以評介，

供臺灣研究界參考。

27 可參考松田忍，《系統農会と近代日本　1900-1943 年》，頁 96-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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